
獸人塔防賽 
orcs orcs orcs 
 
由Frank Thyben設計的2-4位玩家遊戲 
 
遊戲配件：基礎遊戲 
1張遊戲版圖 
1座塔，包含兩部分零組件，玩家在遊戲開始前請自行組合完成。 
72個怪物指示物 
76個底座，包含32個綠色，24個黃色，16個紅色，4個黑色 
4個法師指示物，包含紅黃藍綠四色各一。 
4個獎杯板，正面：基礎遊戲，背面：模組「額外行動」。 
34個木製方塊，紅黃藍綠各7個，白色6個 
32張起始咒語 – 每位玩家8張，按照文字欄外框的顏色分類。 
40張咒語卡 20張知識咒語，20張攻擊咒語。 
8張任務卡 – 供模組「秘密任務」使用。 
15張命運卡 
14張毒藥卡 
1張計分軌 
4張幫助小卡 
1本規則書 
1份補充 
 
介紹與遊戲目標 
歡迎來的一年一度的獸人塔防大賽，這是王國中最有技巧的法師之間的競爭。 
這場年度大賽將讓王國中最有技巧的法師對抗獸人和他們彼此。參加者要從獸人部落的衝鋒

中防禦他們的魔法塔。找到最佳的地點，然後有技巧的施放法術來打飛最多獸人吧。 
在大賽中，所有東西都是公平的，所以讓比賽開始吧！讓我們看看誰能摘下獲勝的桂冠。 
 
通用配件 
1. 打開遊戲圖板並放置在桌面中央，其上包含6條路徑，各分為3個區域，以及一個對應的高
塔區域。 
 
2. 將高塔組合好並且放在遊戲版圖中央，要注意高塔放置的方向應該對應遊戲版上的相同數
字。 
 
3. 毒藥卡：將毒藥卡面朝上的放在版圖上對應區域。 
4. 命運卡：將15張命運卡面朝下洗勻並且放在對應區域。 
5. 咒語卡：將咒語卡依照右下角的符號分成兩堆，分別洗勻。 
將兩堆咒語卡面朝下分別放在遊戲圖板旁邊，然後各翻開三張，作為展示的咒語卡。 
 
6. 怪物計數器：將白色木質方塊放置在遊戲版圖右上角的怪物計數器上的第一格（由怪物圖
像開始往下算的第一格。） 
 
7. 怪物：將六種不同種類的怪物分類後放在伸手可及之處。 
怪物要依照強度來裝上不同顏色的底版，請見說明書附圖： 



哥布林，獸人：綠色 
哥布林薩滿，獸人騎兵：黃色 
熔岩魔像，大廚：紅色 
 
8. 怪物標記：根據參與玩家人數不同，會有部分怪物標記不被使用。 
請將不符合人數的怪物標記放回盒中。 
怪物標記上面的數字代表在幾人遊戲以內使用。比如說上頭寫著3的，就代表3人或者4人遊
戲時使用，上面寫著4的則只有4人遊戲時使用。 
接著，面朝下將準備好的怪物標記混合均勻，依照下表對應數量放在每條路徑的末端，形成

等高的兩堆，每條路徑都翻開最上方的兩枚怪物標記，並且拿取對應的怪物指示物放置在對

應路徑的外圍區域。之後將翻開的怪物標記移出遊戲。 

 
玩家各自的起始配件 
每位玩家拿取一個法師，所有同色的木質方塊，還有同色的起始咒語卡，給予每位玩家一個

獎盃圖板和一張幫助卡。 
 
起始咒語卡： 
將所有的起始咒語卡面朝下洗勻，放置在獎杯圖板旁邊，每位玩家都從自己的牌堆中抽取4
張作為起始手牌。 
 
法師： 
將法師依照顏色放置在塔上指定位置。 

請在遊戲開始之前把法師裝在黑色的底座上。 
 
獎盃圖板（前端為上方） 
肖像：怪物的圖像 
怪物的生命值：法師必須造成大於或者等於怪物生命值數量的傷害才能打敗怪物。 
骷髏計數器：這個計數器會在玩家前兩次打倒該種怪物時上升。 
怪物種類：標示怪物的種類（強度） 
額外技能：法師可以在骷髏計數器達到最高點時獲得額外技能，關於額外技能的說明會在補

充裡面說明。 
 
最年輕的玩家為起始玩家。 
將所有沒有用到的遊戲配件都放回盒中，他們不會在這次遊戲中被用到。 
 
在每個遊戲輪開始的時候，翻開一張命運卡。 
 
然後，起始玩家開始進行他的回合，其他的玩家則依照順時鐘順序進行。 
遊戲的回合包含3個步驟： 
1. 翻開怪物標記 
2. 進行行動 
3. 抽取新的咒語 
 
當每個玩家都進行過一個回合後，就進入一個新的輪。 
 

人數 2 3 4 

每條路徑的怪物標記數 8 10 12 

法師 藍 綠 紅 黃 

放置位置 1 2 3 5 



每輪遊戲的細節： 
 
翻開命運卡 
翻開最上面的命運卡堆並且放在對應位置。 
這張卡表示了哪個種類的怪物會朝著高塔移動，以及本輪的特殊規則。 
 
卡片上半部： 
根據顯示的怪物種類，所有該種類的生物都會沿著路徑往高塔方向前進一個區域。如果顯示

的不只一個種類，則他們全部都會前進。 
 
任何抵達高塔區的怪物都會從遊戲版上移除，然後調整該種類怪物的怪物計數器，為每一個

抵達高塔區的怪物，下降該種怪物的計數器1格。如果計數器已經到達最下端，它就不會再
移動了。 
如果有玩家的法師站在與怪物入侵相同路徑的塔上位置的話，該玩家會失去一名剛打倒的怪

物，將其放回遊戲盒中，若玩家還沒有打倒該種怪物的話則不會發生任何事。 
備註：你會在「攻擊咒語」的章節學習如何打敗怪物。 
範例：依照翻開的命運卡，所有黃色和紅色的怪物都會往著高塔方向前進一個區域。 
 
範例： 
哥布林進到了高塔區域，所以被放回遊戲盒中，對應怪物計數器的白色方塊必須要往下移動

一格，紅色玩家因為站在進攻路徑上，所以必須丟棄一個之前打敗的哥布林。 
 
卡片下半部： 
這裡會顯示本輪使用的特殊規則，如果沒有出現任何特殊規則，就表示本輪照一般規則進

行。 
所有特殊規則都會在補充處進行說明。 
範例：在此輪，所有怪物都獲得1點額外的生命值。 
 
玩家回合： 
1. 翻開怪物標記 
回合玩家需要依序進行以下兩個步驟。 
1) 回合玩家針對每個沒有怪物的路徑，翻開其末端的一枚怪物標記（若還有剩餘的怪物標記
的話）。放置對應種類的怪物在最外區，隨後將標記移出遊戲。如果每條路徑上都有起碼1
隻怪物的話，忽略此步驟。 
範例：有2條路徑上沒有怪物，玩家翻開該路徑的怪物標記後，放置對應的怪物到最外區
上。 
 
2) 隨後，玩家選擇一條非自己法師所佔據的路徑，翻開對應的怪物標記後放置對應的怪物在
最外區，隨後將標記移出遊戲。 
註記：你只能選擇仍有怪物標記的路徑。 
範例：綠色玩家選擇了路徑5並且翻開一枚怪物標記，他不能選擇路徑4，因為他的法師正站
在路徑4的位置。 
 
2. 進行行動： 
在自己的回合中，玩家可以進行2個行動，每個行動玩家都有三種選擇： 
a) 傳送 b) 施放咒語 c)放棄 
 
a) 傳送： 
玩家可以把他的法師放到任何一個沒有被佔據的高塔空位內。 



 
b) 施放咒語： 
玩家的手牌都是威力無窮的咒語，可以用各種方式幫助玩家打倒朝他們衝鋒的怪物們。咒語

的種類共有3種。 
 
攻擊咒語：依照卡片說明，這種咒語可以施放在單一或者集團怪物上，這些咒語會對怪物直

接造成損傷。 
範例：紅色玩家只能夠放置他的法師在1~4的位置，因為其他的位置已經被佔據了。 
 
知識咒語：可以幫助玩家學習更新而且威力更大的咒語。 
 
支援咒語：可以幫助玩家改變遊戲情勢或者給予玩家各種優勢。 
 
卡面說明： 
咒語種類，共分為地電風火四個種類。 
圖片 
咒語名稱 
文字欄：標明咒語的各種效果以及所需的魔力。 
 
當施展咒語時，玩家從手牌中選擇他要施展的咒語並且面朝上的出在自己的面前。這會賦予

玩家1點該卡片頂部所標示種類的魔力。 
在文字欄的每一列文字左邊都標明了施展該咒語需要的魔力，而右邊則表示該咒語能造成的

效果。 
範例： 
玩家施放了「凍寒射擊」這個法術，所以產生了1點水系魔力，所以可以使用第一個效應來
對1個生物造成1點傷害。 
 
玩家可以藉由打出額外的手牌來增加咒語的威力。 
請注意：藉由這種方式打出的咒語卡只會提高咒語的威力，本身文字欄的效應則會被忽視。 
如果玩家不能或者不想要藉由增強的方式來使用咒語，他就只能依照法術實際的強度來進行

咒語的結算。 
重要：每個咒語當中只有一個效應可以被使用。 
結算該咒語的結果，並且把該咒語卡以及所有打出的增強卡都放到自己的棄牌堆內。 
所有的咒語細節都會在說明書第8頁「咒語的細節」進行解說。 
如果此時玩家還沒有使用完他所有的行動，則他可以選擇傳送，再度施展咒語，或者是直接

放棄行動。 
範例：紅色玩家施展了「電光」這個咒語，並且透過打出增強卡來強化咒語的效果，他現在

有2點電系魔力，所以他可以讓「電光」這個咒語對半獸人造成2點傷害。 
 
c) 放棄 
當玩家選擇放棄，他就不能夠再進行本輪的任何行動，而直接前進到3. 抽取新的咒語的步
驟。 
 
3. 抽取新的咒語 
當行動玩家完成他的行動後，將他剩餘的手牌全部丟到自己的棄牌堆，然後從自己的抽牌堆

中抽取4張新的咒語卡。如果抽牌堆耗盡，就將自己的棄牌堆洗牌後做成新的抽牌堆，然後
從上抽牌。 
範例：玩家進行了他所有的行動，之後他把手牌丟棄並且抽新的4張咒語卡。 
 



 
咒語的細節 
攻擊咒語 
玩家只能在怪物與玩家的法師位於同一條路徑上的時候才能施放攻擊咒語，他可以對路徑上

的任何怪物施展咒語，不論它比較近或者遠。在咒語卡文字欄內的紅色數字代表著該咒語可

以對怪物造成的傷害。 
如果傷害的數值大於或者等於怪物的生命值，就是在獎盃圖板上紅心內的數字，該怪物就被

擊敗，玩家可以將怪物指示物拿回，放在獎盃圖板旁邊。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了一個強化的「凍寒射擊」，並且對哥布林造成了2點的傷害，因為哥
布林只有2點生命值，所以哥布林被擊敗，玩家可以將哥布林放到自己的獎盃圖板旁。 
 
此外，玩家將他在獎盃圖板上對應怪物種類的骷髏軌道上的白色方塊往上移動一格，當方塊

到達最上格時，玩家可以在這之後的遊戲中開始使用對應的特殊技能，關於特殊技能的說明

請參閱補充項目。 
範例：玩家移動白色方塊向上一格，並到達了頂端，所以他獲得了「額外卡片」的技能，這

讓他可以在抽牌時抽5張牌而非原本的4張。 
 
怪物在同一個玩家回合中受到的傷害會累積，玩家可以用複數行動造成的傷害來打敗怪物，

但是如果在玩家的回合結束時怪物仍未被打敗，他們就會恢復所有的生命值。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電光」咒語作為第一個行動，並且對哥布林造成了1點傷害，隨後用
第二個行動施展「凍寒射擊」再次對哥布林造成1點傷害並擊敗了它。 
 
重擊，電光，凍寒射擊，還有火花： 
這四種咒語最多可以對在跟法師同路徑上的怪物造成3點傷害。 
 
火焰球： 
火焰球會對跟法師同路徑上的一隻怪物造成最多5點的傷害。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了強化的火焰球，對熔岩魔像造成了5點傷害，因為熔岩魔像只有4點生
命值，所以它就被擊敗了。 
注意：火焰球以及下列的三項法術都必須起碼倍強化過一個階段才能施放。 
 
閃電矢： 
閃電矢可以對怪物造成最多4點傷害。 
玩家可以選擇任何一個遊戲圖板上的怪物作為閃電矢的目標，而非只有相同路徑上的怪物。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了強化的閃電矢，並且打敗了位於鄰近路徑上的哥布林薩滿。 
 
地震術： 
當施展第一個效果的時候，玩家會對其法師所佔據的同一路徑上指定區域內的所有怪物造成

2點傷害。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地震術，並且指定中間區域，對該區域內所有怪物造成了2點傷害，兩
隻哥布林都被擊敗，而獸人騎兵還剩餘1點生命值。 
 
當玩家強化咒語至第二個效果時，玩家可以對指定目標區域以及其鄰近區域上的每隻怪物造

成2點傷害。玩家可以選擇鄰近區塊是目標區塊的左邊或者右邊。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了強化的地震術，並且只用了1個行動就打敗了3隻哥布林和1隻獸人。 
 
冰風暴： 
當施展第一個笑過的時候，玩家會對其法師所佔據的同一路徑上指定區域內的所有怪物造成

2點傷害。 



 
當玩家強化咒語至第二個效果時，玩家可以對指定目標區域以及其後方區域 
上的每隻怪物造成2點傷害。 
範例：玩家使用第一個行動施展強化的冰風暴對他路徑上的內環以及中央區域內所有怪物造

成了2點傷害，所有的哥布林都被這記強力的咒語打敗，隨後他使用第二個動作施展了重擊
，解決了還在內環的哥布林薩滿。 
 
知識咒語： 
當施展這類咒語時，玩家只能單獨打出它們，然後從展示區拿取一張咒語。他將此卡以及獲

得的咒語卡都放進個人的棄牌堆中。隨後從對應的咒語卡堆中補充一張牌到空位上，除非卡

堆已經耗盡。 
注意：新的咒語只能在之後的回合中使用。 
範例：玩家施展了「咒語書」，然後決定從展示區拿取「火焰球」，他隨後將「咒語書」和

「火焰球」都放入自己的棄牌堆，展示區的空格隨即補充。 
 
如果「咒語書」用來強化其他咒語時，玩家必須從卡牌頂端兩個符號當中選擇一個作為強化

使用的魔力。 
範例：該玩家選擇用1個地屬性法力來增強法術。 
 
如果「睿智」用來強化其他咒語時，玩家可以任選一種屬性的法力用來強化咒語效果。 
範例：玩家可以選擇任何一種屬性的法力用來強化咒語效果。 
 
輔助咒語： 
交換： 
當使用第一個效果時，玩家可以將兩隻怪物的位置互換，不論他們在遊戲版上的哪個位置。 
當使用第二個效果時，玩家可以將任意一隻怪物移動到他的法師所在路徑上的任一區域內。 
範例：紅色玩家將熔岩魔像移動到他的法師所在路徑上的內環區域。 
 
補充： 
當使用第一個效果時，玩家可以從自己的抽牌堆抽取2張牌並加入手牌中。 
當使用強化後的效果時，玩家可以從自己的抽牌堆抽取2張牌加入手牌，並且本回合可以額
外執行一個行動。 
範例：玩家施展「補充」，從他的牌庫中抽取2張手牌。 
 
魔力綁定： 
當使用第一個效果時，玩家可以指定遊戲圖板上任何一個怪物依照路徑往前移動一個區域。 
當使用第二個效果時，玩家可以指定遊戲圖板上的任何一個怪物依照路徑往前移動兩個區

域。 
如果怪物因為此咒語的效果到達了高塔，則依照之前「翻開命運卡」後面的規則進行結算。 
範例：玩家施展了魔力綁定，並且將哥布林薩滿往前移動一個區域，因為到達了高塔區，所

以將哥布林薩滿放回遊戲盒中，並且降低哥布林薩滿對應的怪物計數器一格。 
 
巫毒： 
當直接施展該咒語時，玩家指定一名其他玩家丟掉一張手牌至該玩家棄牌堆。 
當使用強化咒語時，玩家可以獲得一次額外行動，並且所有其他玩家都要丟掉1張手牌。 
重要：「巫毒」只會影響手牌超過3張的玩家。 
範例：紅色玩家施展了強化的「巫毒」咒語，並且得到1次額外行動，並且其他的玩家都要
丟一張牌到各自的棄牌堆中。 
 



強化效果： 
強化效果共有2種，傳送以及抽1張卡。但是強化效果只能夠在該張卡片作為強化魔力時使
用。 
 
如果玩家將有強化效果的牌作為強化魔力打出，他可以立刻執行強化效果，玩家也可以選擇

不執行該強化效果。 
注意：強化效果的執行必須在咒語發動之前。 
範例： 
a) 玩家施展「補充」進行抽牌，則他就不能使用強化效果。 
b) 玩家將「補充」作為強化魔力來使用，則他可以在咒語生效前，移動他的法師到還沒被佔
據的高塔格，然後再施展閃電矢法術。 
 
傳送： 
玩家可以移動他的法師到沒被佔據的高塔格。 
提醒：如果使用這個效果，法師的路徑會更換，所以他能夠選擇的怪物也會隨之更換。 
範例：紅色玩家使用「補充」的強化效果，並將他的法師傳送到路徑3的高塔格上，隨後他
對哥布林造成了2點傷害並且擊敗了它。 
 
抽1張牌 
玩家可以從他的抽牌堆中抽1張牌到手上。 
範例：綠色玩家使用抽1張牌的強化效果並且抽到1張「咒語書」，他立刻把咒語書作為強化
魔力加入他的「火焰球」中，讓造成的傷害從3點變成5點。 
 
傳送及/或抽1張牌 
玩家可以進行傳送及/或抽1張牌。 
提示：就算不使用強化的法術能力，光是使用強化效果有時也是相當有利的。 
遊戲結束和計分： 
如果任意4條或以上的路徑上的怪物和怪物標記都清除完畢之後，該輪以正常方式結束後遊
戲就結束。 
最後，計分會需要一些空間，為了方便計分，玩家可以使用計分板。 
玩家的分數如下： 
擊敗怪物：玩家所獲得的怪物指示物數量乘以他們對應種類的分數（在遊戲版右上角怪物計

數器對應的數值） 
範例：玩家透過擊敗怪物獲得了47分。 
 
支援咒語： 
每張支援咒語價值2分。 
 
毒藥卡： 
每張在玩家牌庫中的毒藥卡都會減去玩家2分總分。 
注意：毒藥卡的內容會在「額外技能」中說明。 
範例：玩家因為擁有2張毒藥卡所以減去4分。 
 
總和分數最高的玩家獲勝，如果平手的話他們共享勝利。 
 
 
補充 
額外技能： 
抽一張額外的咒語 



在階段3的時後玩家抽5張卡片而非原本的4張。 
 
規則不變 
該玩家忽視所有命運卡上規則的改變 
 
移除手牌 
玩家在他的回合可以使用一個行動來將1張手牌放回遊戲盒中。 
注意：這個額外技能可以用來移除毒藥卡，以及讓你專注在兩到三種類型的法術上。 
 
額外行動 
現在起玩家每回合可以進行3個行動而非2個 
 
毒藥 
玩家可以使用一個動作將一張毒藥卡放到其他玩家的棄牌堆·上，如果毒藥卡堆空了這個技
能就沒有其他作用了。 
每回合這個技能只能使用一次。 
毒藥卡會佔用玩家的牌庫，它沒有任何用處也不能拿來強化法術。 
 
命運卡的特殊規則： 
怪物+1生命值 
每隻怪物都獲得1點額外生命值。 
 
禁止學習咒語 
玩家不能從展示區獲得新的咒語。 
 
禁止傳送 
法師不能改變他們的位置。 
 
禁止額外技能 
忽視所有額外技能。 
 
3張咒語 
在抽取咒語卡階段，玩家只能抽3張而非4張咒語卡。 
如果玩家有額外技能「多抽1張卡」的話，他可以抽4張卡。 
 
咒語交換 
所有在展示區的咒語都放回對應牌庫後重洗，然後翻出新的咒語卡。 
 
 
有經驗的法師們可以嘗試挑戰我們兩個擴充模組：「秘密任務」和「額外行動」 
兩者都會提供新的挑展並且改變與怪物作戰的感覺。 
 
模組：秘密任務 
設置時的變化： 
將8張秘密任務卡洗牌後發給每個玩家2張，每位玩家都要從中決定1張秘密任務，將其秘密
的放置在獎盃圖板附近，將其他沒被使用的秘密任務卡放回合中，不要檢視它們。 
 
遊戲結束時的變化 
依照玩家秘密任務的達成度，遊戲結束時可以獲得額外的分數。 



 
綠色怪物：每打倒2隻綠色怪物就可以獲得2分 
 
黃色怪物：每打倒2隻黃色怪物就可以獲得3分 
 
紅色怪物：每打倒1隻紅色怪物就可以獲得2分 
 
好多怪物：每打倒4隻怪物就可以獲得3分，不論大小類別。 
 
一組怪物：每打倒一組紅色，黃色，綠色怪物就可以獲得3分。 
 
額外技能：每獲得一個額外技能就可以得到2分。 
 
最多的怪物：如果打倒的同一種類怪物數量比其他玩家都多，每種可以獲得3分，如果跟其
他玩家並列最多，依然可以獲得3分。 
 
咒語：每2張新學習的咒語都可以讓你獲得3分 
 
 
模組：額外行動 
設置時的變化： 
所有玩家使用獎盃圖板的另一面，額外行動會在每個黃色以及紅色的怪物下方標示。 
 
遊戲進行中的變化： 
每次當玩家打倒怪物時，他可以立刻進行對應的額外行動。 
如果玩家一次打敗了超過1隻的怪物，他可以自己決定執行額外行動的次序。 
 
抽1張牌 
玩家可以從個人的牌庫中抽1張牌 
 
1次行動 
玩家本回合可以額外進行一次行動。 
 
丟棄手牌 
其他玩家必須選擇並且丟棄1張手牌到各自的棄牌堆。 
此效應只會對手牌超過3張以上的玩家生效。 
 
額外魔力： 
玩家可以獲得1點任意種類的額外魔力，在本回合中如果沒有使用的話，該魔力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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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新命運卡 
新遊戲配件：19張命運卡 
 
設置時的變更： 
將19張命運卡洗牌後放在對應區域，基本遊戲中的15張命運卡將不被使用，將之放回遊戲盒
中。 
 
遊戲進行中的變更： 
玩家只能夠攻擊他法師所在路徑中最前線的怪物。前線指的是法師所在路徑中從高塔開始算

起第一個有怪物存在的區域。 
範例：綠色玩家只能夠攻擊獸人騎兵，因為它位於前線，如果獸人騎兵被打敗了，那麼他就

可以攻擊哥布林和熔岩魔像。 
注意：你可以對任意一條路徑施展「閃電矢」，但是你只能選擇該路徑的前線區域內的敵人

作為目標。「冰風暴」和「地震術」也一樣，只能以前線區域作為目標施放。 
範例：綠色玩家施展「閃電矢」在路徑5上，但是他只能攻擊獸人，因為只有它位於前線。 
範例：綠色玩家對他的路徑上的前線怪物施展了強化「地震術」，一共打敗了3個哥布林和1
個獸人。 
 
翻開命運卡： 
命運卡堆最上面的卡片會被翻開，並且放到對應區域內。 
命運卡上半部會說明哪條路徑以及哪些種類的怪物會移動。下半部則會顯示本輪所使用的特

殊規則。 
 
上半部： 
被紅色標記的數字代表哪些路徑被指定，然後區域圓環內的紅色標記代表被指定的路徑上的

這些指定區域內的怪物會移動。如果有複數指定區域的狀況下，先從最靠內圈的怪物開始移

動起。 
範例：在這個狀況下，所有在路徑3和4上中間區域的怪物都會朝著高塔前進一個區域。 
 
任何抵達高塔區的怪物都會從遊戲版上移除，然後調整該種類怪物的怪物計數器，為每一個

抵達高塔區的怪物，下降該種怪物的計數器1格。如果計數器已經到達最下端，它就不會再
移動了。 
如果有玩家的法師站在與怪物入侵相同路徑的塔上位置的話，該玩家會失去一名剛打倒的怪

物，將其放回遊戲盒中，若玩家還沒有打倒該種怪物的話則不會有任何懲罰。 
 
卡片下半部： 
此處的特殊規則會在本輪中對所有玩家生效，如果沒有顯示特殊規則，表示本輪沒有特殊規

則。 
所有的特殊規則都會在基本規則當中的補充中說明。 
 
 
模組：地形 
新遊戲配件： 
9張地形板，藤蔓，石地，道路各3張。 
 
設置時的變更： 



將9張地形卡面朝下隨機洗混後，在每條路徑上放置一個地形（放置位置由玩家自由決定）
，然後翻開放置好的地形板，並且將3張沒有用到的地形放回遊戲盒中。 
注意：如果玩家們同意，也可以在設置時減少地形放置的數量。 
 
遊戲流程中的變更： 
如果怪物身處的區域內有地形的話，將會受到下列敘述的影響： 
 
藤蔓： 
身處此處的怪物將會自動降低1點生命值，這讓他們更容易被打倒， 
當怪物離開藤蔓地帶時，降低的生命值就會恢復到原狀。 
範例：只要獸人騎兵身處在藤蔓地形中，他的生命值就是2點而非3點 
 
石地： 
身處此處的怪物會自動獲得1點生命值，這讓他們更難被打倒，當怪物離開石地時，他的生
命值就會恢復到原狀。 
範例：只要哥布林還身處在石地地形中，他的生命值就是3點而非2點。 
 
道路： 
怪物不會停留在此地形中，而是會額外朝向高塔前進一個區域。 
若怪物進入內環的道路地形時，它會直接到達高塔，將該怪物移出遊戲並且調整怪物計數

器。 
 
模組：增援 
新遊戲配件：36個怪物指示物和36個底座 
包含16個鱷魚皮飛兵，12個蟾蜍騎兵，8個炸彈兵。 
36個怪物標記 
12個蟾蜍板塊 
12個獎杯板塊 
3個怪物計數器板塊 
 
設置時的變更： 
遊戲開始時玩家可以從三種新的怪物中任意選擇讓哪些加入遊戲中。可以用任意組合或者全

部都加入也沒問題。 
 
每個更換的怪物都需要進行以下的調整： 
1. 玩家先決定要用新的怪物取代掉哪一個同顏色的舊有怪物。 
2. 移除被選定的舊有怪物標記，並且用新的取代。如果使用的是蟾蜍騎兵，則要額外把蟾蜍
板塊面朝下洗勻後放在遊戲圖板旁備用。 
3. 給予每個玩家新怪物用的獎盃板塊，用來取代玩家的獎盃圖板上被替換的怪物。 
注意，鱷魚皮飛兵總是可以加入遊戲中，但是我們會建議蟾蜍騎兵和炸彈兵在使用模組「額

外行動」的時候再加入。 
4. 用怪物計數器板塊覆蓋掉被怪物計數器上頭被替換的怪物。 
 
遊戲進行中的變更： 
鱷魚皮飛兵：雖然是綠色怪物（最弱小）但是他有3點生命值，所以更不容易被打倒。 
 
蟾蜍騎兵： 
當蟾蜍騎兵被打敗時，玩家將一個蟾蜍板塊放置在它被打敗的區域，之後如果任何玩家對該

板塊造成1點以上的傷害，他就可以把該板塊面朝上放到自己的獎盃圖板旁。 



每個蟾蜍板塊都可以一次性的帶給玩家各種額外能力。 
抽1張牌：該玩家從自己的抽牌堆中抽取一張咒語卡。 
1個行動：玩家這回合可以進行額外的一次行動。 
1點魔力：該玩家獲得1點任意種類的魔力，如果在回合結束的時候沒有用掉，則該魔力就會
消失。 
-1生命值：在本回合，玩家可以指定一隻怪物的生命值減去1。 
 
炸彈兵： 
如果炸彈兵被打敗，所有跟它同一區域的怪物都會受到1點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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